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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
第3展厅，矗立着一座江善忠
烈士英勇跳崖的雕塑：一座陡
峭险峻的石峰下，一帮端着
长枪的国民党匪徒畏畏缩缩
地往上爬，江善忠挺立在峰
顶，双手高举着一块石头猛
地往下砸，随后毅然转身跳
下了山崖，用 21岁的青春热
血书写下炽热的革命信仰
……雕塑后面的背景墙上写
着烈士牺牲前留下的誓词：

“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
党万万年！”

江善忠生于 1913年，江
西兴国县人。1928年冬，15
岁的他在当地党组织的启发
引导下，毅然投身革命，参加
长冈乡农民协会，并担任了
乡农协宣传委员，翌年 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
江善忠工作更加努力。他和
群众打成一片，坚决地执行
党的指示，领导农民与豪绅
地主进行斗争。

1931年，江善忠调任合
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这
时，国民党军已发动了对革
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
根据地红军在毛泽东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下，粉碎
了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
反革命“围剿”，取得了战斗
的胜利，但同时粮食供应也
发生了困难。

为发动群众参加和支援
革命，江善忠自带干粮去办
公，常常夜宿于草丛石岩中。
他曾编唱过这样一首山歌：

“草丛石岩当住房，为了革命
自带粮。一切困难都不怕，只
为群众求解放。”这首歌既表
达了他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
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意志，也
唱出了他作为苏区干部一心
为民、清正廉洁的好作风。
1934年初，江善忠调任江西省
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

1934年初秋，中央主力
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分局
考虑到江善忠是土生土长的
群众领袖，享有很高的威信，
决定将他留在中央苏区，领导
苏区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他
将省苏裁判部机关进行改编，
组成红军游击队，辗转坚持在
兴国的方太、石源、崇贤一带
与“围剿”苏区的敌人展开斗
争。敌人对江善忠恨之入骨，
贴出告示悬赏5000块大洋来
收买他的人头。

同年 10月，江善忠接到
江西游击区指令，要求他所在
的游击区接收安置一批伤病
员。江善忠带领队员将20多
名红军伤病员秘密转移安置
在长冈乡石门寨冰心洞。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安置后没过几天，江善忠便
接到地下交通员报告，由于
叛徒出卖，敌人已得知石门
寨冰心洞藏有红军伤病员的

消息，正纠集大批人马往石
门寨追来，且已至寨口。

江善忠一面和战友沉着
迎战阻击敌人，一面派人通知
伤病员转移，敌人来势汹汹，
步步逼近。此时江善忠有两
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是退到
石门寨与伤员汇合，伺机向深
山转移，但伤员太多，很难转
移成功；一条路是把敌人引向
岔道，为伤病员转移赢得时
间。然而，这条唯一的岔道是
通往芒槌峰的一条绝路。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江
善忠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抉择
——把敌人引向芒槌峰。

芒槌峰位于石门寨西
麓，地势险要，岩洞密布，江
善忠便利用山岩作掩护，一
步步、一枪枪把敌人引向峰
腰。当子弹打光后，他就用
石头往敌人身上砸，直到周
边能搬动的石头都用光了。

此时，江善忠已身负重
伤，为了赢得时间拖住敌
人，他平静地脱下灰布褂，
蘸着汩汩流淌的鲜血，用颤
抖的手指慢慢地在灰布褂
上写下了“死到阴间不反
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两
行血书。

在敌人“缴枪不杀”的叫
嚣声中，江善忠一步一步爬
上了芒槌峰顶，他浑身是血
的身躯挺立着，双手举起一
块大石头，用尽最后一丝力
气向敌人砸去，然后望着北
方——红军长征的方向高
喊：“共产党是杀不尽的，胜
利属于共产党！”随后毅然跳
下了悬崖……

“在很多人看来，21 岁
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年纪，
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却有这
样一个人，他有着伟大的信
仰，为了革命的胜利，他毅然
选择了献出青春和生命。”兴
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副馆长
黄红每当向观众讲解江善忠
烈士的事迹时，都会动情地
这样解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
产党人永不枯竭的精神源
泉。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
中就会增加更多的正能量。
现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
决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
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
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
献的老区人民。

抚今追昔，江善忠烈士
用 21 岁青春热血书写的临
终誓言，蕴含着革命先烈对
党无限忠诚的精神品格和对
革命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
在迎接建党百年的日子里，
再次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史
迹，就能对“红色政权是从哪
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
起来的”有着更加深沉的感
悟和思考。

江善忠：
用鲜血书写
革命信仰

首秀亮相首秀亮相，，震撼全城震撼全城

5月 14日晚 7时 45分，南昌交响乐团首秀现场。
从第一曲《红旗颂》舒展豪迈、跌宕起伏的乐章叩开
听众的心扉开始，《天鹅湖》、钢琴协奏曲《黄河》，到

《费加罗的婚礼》《卡门》《红色娘子军》等中外名曲
……再到特意为南昌而作的交响序曲《英雄之城》，
乐团用时而舒缓时而激扬、时而活泼跳跃时而优美
抒情、时而欢快明丽时而深沉低昂的旋律，深深地震
撼与点燃了演出现场。

为了回报观众的热情，乐团再三返场，演奏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北京喜讯到边寨》《阿莱城姑娘》
《我和我的祖国》4首经典曲目。现场听众掌声如潮，
迟迟不愿离场。激情澎湃的音乐盛宴带来强大的艺
术感染力、震撼力，同时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让
现场听众直呼过瘾。网友“北沥 1号”称赞这场音乐
会“是一场饱含激情、富含历史与现实感的音乐盛
会，也是一场激荡人心、弘扬正能量，充满民族特色、
爱国情怀的盛会”。

“当指挥家挥动指挥棒的一刻，我的心弦即随着
音符而跳动，时而感受音乐的奔放热情，时而感受音
乐的欢欣鼓舞。”听众妙芸这样形容自己的观感。听
众杨程博则认为，当晚乐团的高水准发挥，可看出俞
峰院长在平时排练中的要求很严格。俞峰富有激情
的指挥也将乐团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给观众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音乐会有 4点让我特别惊喜，第一点是《黄河》
钢琴协奏曲，看到节目单我以为是演奏一个乐章，但
现场连演了 4个乐章，听得非常过瘾；第二点是交响
序曲《英雄之城》，开头的小号独奏特别出彩，演奏家
也特别的稳；第三个惊喜是今天音乐会的返场，一共
返场了4首曲子，真的是万万没想到！从返场曲目便
可以看出南昌交响乐团和俞峰院长对此次首演的精
心准备；第四点是乐团的铜管声部声音特别辉煌，音
色非常漂亮。”说起观演感受，杨程博如数家珍连连
竖起了大拇指。

值得一提的是，收官曲目《英雄之城》是著名作曲
家徐之彤应南昌交响乐团成立首演而作。乐曲创作
于2021年春末，时逢南昌交响乐团成团之喜，为颂扬
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而创作。乐曲借江西民歌《十送
红军》的音调，以刚柔并济的表现手法，力图展现南昌
这座英雄城市的一个缩影——既有她惊雷乍现的光
辉时刻，也是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那永远不可磨灭的
浓重一笔，更表达出南昌这座城市所具有的人杰地
灵、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鲜明色彩。这首符号鲜明
的序曲，在南昌听众中获得了极大的认同感。

起步虽晚起步虽晚，，起点很高起点很高

作为南昌首支也是我省首支职业交
响乐团，南昌交响乐团的成立是焦点。
交响乐团是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形象
和名片，是不同城市间文化交流的使
者。目前，全球以城市命名的知名交响
乐团有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
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等，这些
知名交响乐团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的文
化品位和国际影响。另外，据不完全统
计，除我省，目前国内各省（含直辖市、自
治区）均成立了由省名或城市名冠名的
职业交响乐团，有些乐团在国内享有较
高声誉。

记者注意到，就在不久前的 5 月 7
日，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在国家大剧
院管弦乐团的演奏中落下了帷幕。一个
月里，中国交响乐之春的舞台上迎来了
来自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支交
响乐团，17 位指挥家，30 余位知名演奏
家、演员，带来 50余部中国作品，21场音
乐会，堪称一次史诗级的中国交响乐盛
会。22 支交响乐团，涵盖上海交响乐
团、中国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等国
内顶级水准的交响劲旅；中央芭蕾舞团
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
北京交响乐团等历史悠久的老牌交响
乐团；宁波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浙
江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实
力不俗的交响乐生力军等。遗憾的是，
由于还在组建待挂牌，南昌交响乐团的
身影没有出现。

职业交响乐团，南昌不应缺席。组

建职业乐团自提上议程后，就成了我省支持南昌奋力打造具有国际品
质和赣鄱文化标识的重要举措，大家都意识到，乐团的组建将更好地
展示南昌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扩大南昌交流融通的国际影响。

为此，在江西省委、省政府及南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关心
下，江西文演集团以“省市共建”的方式与南昌市合作共同打造南昌交
响乐团。

相比于国内其他省份各大城市的交响乐团，南昌交响乐团成立最
晚，但起点不低。南昌交响乐团预设组建为一支百人三管制职业交响
乐团，乐团的指挥兼艺术指导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指挥家俞
峰；中央音乐学院李应泰，中国爱乐乐团大首席、中央音乐学院陈允教
授、赵瑞林教授以及樊巍教授为乐团的客座首席以及声部排练指导。

同时，南昌交响乐团以音乐艺术领域的国际视野和专业水准，面
向全球选聘乐团首席或演奏员。通过2020年11月以及2021年1月的
两次招聘考试，已招聘到演奏员37人。目前，乐团成员有来自英国皇
家音乐学院、德国汉堡音乐学院、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等23所海外高
校的人才以及各大职业乐团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
乐学院等33所国内高校人才。

以高薪面向全球招聘最好的团队成员、耗费千万元巨资购买最好
的器材。南昌交响乐团的目标是——在3至5年时间内，成为全国具
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一流职业交响乐团。

立足本土立足本土，，打造精品打造精品

5月14日上午，江西文演集团在省艺术中心举行南昌交响乐团揭
牌仪式，标志着南昌交响乐团正式成立。省市领导及各职能部门齐聚
一堂，散发了一个信号：这支职业交响乐团的诞生，意义不一般。

为什么大家这么重视一支交响乐团的建设？俞峰表示，江西
自古就是人才汇聚的宝地，有璀璨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红色基因，
这么多年来，江西能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职业交响乐团，一直是大
家的梦想。有了自己的交响乐团，就能够经常性地上演交响音乐
会。南昌职业交响乐团的成立，必将推动江西交响音乐事业的普
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为江西文化强省作
出新的贡献。

作为省市两家共建单位之一，南昌市也非常重视交响乐团筹建工
作，对交响乐团未来发展寄予厚望。该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南昌交响
乐团将立足本土、放眼全球，以冲击国内交响乐团第一梯队为目标，为
南昌、为江西吸引和培育更多优秀的演奏人才，为广大群众创作出更
多具有赣鄱特色的文艺精品，将南昌交响乐团打造成江西文化名片和
文化惠民品牌。

人们常说文艺是高度个体化的活动,更准确地说,文艺是多个
富有个性、拥有技艺之人的集合,他们聚集、碰撞,从而发出更大
的光芒和火花。文艺同时又是一项集体行为,而以建制存在的交
响乐团，更是音乐与地方文化的交响，将给当地的人民群众文化
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南昌交响乐团生逢其时，目前
已规划筹备建党一百周年音乐会、音乐党课、国庆音乐会等演出。
2022年，将开启全新音乐季演出。

“去年1月，我还特意到武汉去听交响乐和意大利的歌剧，现在有
了自己的乐团，我非常开心，立即就购买了江西艺术中心的年票，作为
交响乐发烧友，南昌交响乐团以后的音乐会，我都会捧场。”市民刘天
对南昌交响乐团有着更大的期盼。

交响乐团作为艺术领域里的高水平代表，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
公益性。今后，南昌交响乐团还将致力于年轻音乐精英的培养，成为
江西一流交响乐人才培养基地和实践平台，为年轻的音乐家提供演出
机会，回馈南昌和江西的文化艺术发展。

“走向市场，服务大众”，南昌交响乐团今后还将大力营造传播江
西文化的良好氛围，不断推动江西文化繁荣发展，提升江西人民文化
艺术水平，为提高南昌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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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 1414日晚日晚，，江西艺术中江西艺术中
心有点心有点““燃燃””———当晚—当晚，，在该中在该中
心音乐厅心音乐厅，，于当日挂牌的南昌于当日挂牌的南昌
交响乐团进行了首场演出交响乐团进行了首场演出，，在在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著名指挥著名指挥
家俞峰的指挥下家俞峰的指挥下，，一场高水准一场高水准
的交响音乐会如行云流水美不的交响音乐会如行云流水美不
胜收胜收。。

音乐厅座无虚席音乐厅座无虚席。。台上乐台上乐
团醉心演奏团醉心演奏，，现场观众沉浸其现场观众沉浸其
中如痴如醉中如痴如醉，，这是一次这是一次““宾主尽宾主尽
欢欢””的音乐盛宴的音乐盛宴，，从开场序章到从开场序章到
返场曲目返场曲目，，整个音乐厅始终处整个音乐厅始终处
在音乐的在音乐的““沸点沸点””中中。。

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首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首
秀秀。。南昌交响乐团作为省市共南昌交响乐团作为省市共
建的文化项目建的文化项目，，它的诞生填补它的诞生填补
了南昌作为省会城市没有职业了南昌作为省会城市没有职业
交响乐团的空白交响乐团的空白。。从海昏侯遗从海昏侯遗
址公园址公园、、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建设建设，，到南昌交响乐团的成立到南昌交响乐团的成立，，
十大重点文化工程让省会南昌十大重点文化工程让省会南昌
越来越有范儿了越来越有范儿了。。

嘤其鸣矣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求其友声。。交交
响音乐的普及和发展是衡量一响音乐的普及和发展是衡量一
个地方艺术文化水准的重要标个地方艺术文化水准的重要标
志之一志之一，，南昌交响乐团的诞生南昌交响乐团的诞生，，
让余秋雨笔下曾经让余秋雨笔下曾经““不太好玩不太好玩
的的””南昌南昌，，逐步拉近与国内其他逐步拉近与国内其他
文化氛围浓厚城市的差距文化氛围浓厚城市的差距，，城城
市文化品位与影响力得到了显市文化品位与影响力得到了显
著提升著提升，，动感都会彰显出新的动感都会彰显出新的
文化魅力文化魅力。。

□ 钟盛明

江善忠烈士英勇跳崖雕塑（资料图）

南昌交响乐团首演现场南昌交响乐团首演现场 钟建平钟建平摄摄

南昌交响乐团的艺术家联袂献演南昌交响乐团的艺术家联袂献演 钟建平钟建平摄摄


